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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9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74,072,76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4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雪人股份 股票代码 0026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华耀虹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  

电话 0591-28513121  

电子信箱 hyh@snowke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制冰设备 

公司制冰设备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市场份额，国内外行业客户涉及领域广，产品主要应用于混凝土冷却、冷链物流、核电、

化工、商超以及食品加工等众多领域。依托公司制冰设备品牌、技术和质量优势，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始终保持着行业龙

头地位，业务增长稳定。 

二、压缩机产品及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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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掌握了压缩机的核心技术，拥有了SRM和RefComp两个国际知名的压缩机品牌，产品系列丰富，技术领先，跻身国际

制冷领域的高端设备制造商和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压缩机业务已逐步成为公司业绩快速增长的核心业务。 

（一）冷链物流领域 

公司在商业冷藏、工业冷冻领域有丰富的产品线，拥有一些特色的冷链产品填补国内冷链物流领域的技术空白，如大型

氨及二氧化碳载冷机组、移动式制冷设备、冷库一体机等，为国内外众多知名食品及冷链物流企业，如中粮、双汇、圣农、

沃尔玛、太古集团、美国嘉吉公司、美国泰森公司等提供冷冻冷藏设备及整体解决方案。 

（二）工业冷冻领域 

公司工业冷冻设备以SRM工业级螺杆制冷压缩机技术为核心，确保了在工业场合应用的可靠性、安全性和维护便利性，

在各工业领域，为客户提供了工业冷冻系统解决方案。公司已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共同建立中科雪人氦气压缩技术

联合实验室，研发氦气等特殊气体压缩设备在超低温领域的应用，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在相关特殊领域中得

到应用。  

（三）中央空调领域 

公司拥有国际知名的“Refcomp”压缩机品牌，在中央空调市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开发的氨用半封闭变频螺杆压缩机

以及天然工质（空气、水、CO2、NH3）及各种环保制冷剂的新型高效节能环保制冷压缩机及其系统等高技术节能环保产品，

获得《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多边基金的认可和奖励，产品技术含量高，减少氟氢碳化物的使用，为全

球气候问题解决技术难题，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为治理雾霾天气，国家正全面推进“煤改电”采暖改造，公司高温热泵产品可完全替代锅炉，节能环保优势明显。目前，

公司研发的氨热泵机组已成功地应用在欧洲市场，如德国施特劳宾能源站集中供暖供热项目，最长供暖输送范围达4公里，

安全稳定性高，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高温热泵机组将成为公司未来业务新的增长点。 

（四）冰雪运动领域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申办成功，中国的冰雪体育运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公司抓住机遇，利用制冷技术优势，加大

在冰雪体育运动领域的业务拓展，为冰雪场馆提供规划、设计和建设。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鸟巢冰壶馆、中华世纪坛滑冰

馆等多个冰雪项目的建设。 

（五）新能源领域 

公司掌握“AUTOROTOR”氢燃料电池双螺杆空气循环系统的核心技术，产品应用于轻轨、巴士、乘用车等多种交通工具

及分布式能源等领域，“AUTOROTOR”空气循环系统参与的欧洲洁净城市运输项目的燃料电池巴士自2006年运行至今运行里

程超过300万公里，安全可靠性得到了验证。 

公司“AUTOROTOR”氢燃料电池双螺杆空气循环系统在“2016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应用展暨产业发展大会”上得到

行业及专家的高度认可。公司已与国内燃料电池领先企业新源动力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与清华大学及中船重工七一二所等

国内多所专业院校展开燃料电池电堆项目联合研发，实现了公司在氢能、燃料电池等新能源领域的产业延伸。公司开发了多

款空气压缩机型号，产品已向国内外客户进行销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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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811,128,345.02 641,367,065.03 26.47% 422,323,54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54,026.84 16,575,571.20 99.41% -8,156,15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768,972.61 7,420,812.26 260.73% -11,513,44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708.55 -92,606,677.94 99.84% -32,661,31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0.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0.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1.22% 0.31% -0.7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329,375,341.29 2,498,946,379.35 33.23% 1,865,208,57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73,747,029.51 1,582,999,094.47 43.64% 1,145,468,055.3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3,951,623.80 269,417,370.04 354,921,336.54 102,838,01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760,529.47 19,999,511.14 12,799,365.08 18,015,68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467,143.01 22,503,683.29 11,036,911.14 13,695,52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587,361.92 15,136,216.88 -101,714,396.27 133,930,719.7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8,0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1,11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汝捷 1 境内自然人 26.75% 180,332,200 149,049,150 质押 139,741,000 

陈胜 境内自然人 9.48% 63,888,000 18,600,000 质押 35,400,000 

陈存忠 境内自然人 5.44% 36,638,000 16,800,000 质押 31,180,000 

郑志树 境内自然人 3.57% 24,090,000 24,000,000 质押 24,000,000 

钟剑 境内自然人 2.23% 15,047,022 15,047,022 质押 7,000,000 

华融证券－招

商证券－华融

股票宝 19 号集

其他 1.78% 12,000,000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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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产管理计

划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多策略

升级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5% 11,134,831 11,134,831   

兴证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

兴证资管鑫众

24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19% 8,054,324 0   

赵建光 境内自然人 0.96% 6,478,700 4,500,000   

杜向东 境内自然人 0.85% 5,7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林汝捷 1 为陈胜的姐夫外，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未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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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展望2016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既有“十三五”各项新的政策

开始实施、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等积极因素，也有国内外需求持续低迷、企业面临的困难超出预期等不利因素，但总体机

遇大于挑战。面对上述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公司以生产经营为本，资本运营为助力，加快资源整合，优化产业链条

布局，围绕战略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重点狠抓市场和销售，在第一季度开局不利的情况下，适时调整，市场开拓进展

顺利。 

2016年度公司营业收入81,112.83万元，其中制冰产品销售收入41,010.91万元，压缩机（组）产品销售收入9,484.50

万元，中央空调系统集成业务收入11,103.31万元,油气服务收入14,180.33万元。2016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6.47%，

主要原因是2016年制冰产品、油气服务收入增加所致。2016年度实现利润总额3,107.57万元，同比增长93.98%。实现归属母

公司净利润3,305.40万元，同比增长99.41%。2016年末公司资产总额332,937.53万元，同比增长33.23%。负债总额98,963.63

万元，同比增长17.03%。股东权益合计233,973.90万元，同比增长41.52%。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27,374.70万元，

同比增长43.64%。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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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2016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8户，比上年度增加7户减少3户。 

增加的公司如下：雪人科技有限公司、PT Snowman Mandiri Indonesia、四川佳运油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佳运（香港）国际

有限公司、成都科连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新疆盛瑞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新疆佳运油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减少的公司如下：福建雪人制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长乐佳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乐雪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同比扭亏为盈 

2017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0 至 100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776.0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7 年一季度预计盈利 0 万元至 100 万元，同期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

是公司压缩机业务保持稳定增长，市场拓展、销售收入增长及佳运油气并

表所致。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汝捷 1 

201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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